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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森林資源受到人類過度地開發及砍伐，造成森林逐漸減少消失，各國政

府環保及綠化政策影響，提倡禁伐木材也是未來趨勢，天然木材取得勢必愈困難。

塑木複合材料(Wood-Plastic Composites，簡稱 WPC)儼然成為替代木材的首選產品，

由於塑木產品開發應用範圍廣泛，對環保政策以及減少市場對天然木材的依賴性

將有一定的貢獻。 

本文係探討國內建材中，有關塑木使用於景觀工程實際情況為研究目的，對

於塑木安裝施工及工程管理應注意事項探討。故以臺灣地區「臺北市華威八方社

區」及「新北市自強公園登山步道」為案例，比較二案例塑木材料施工配件、工

法及工程管理之差異。研究發現(案例 A)使用於景觀水池旁戶外平台，採用塑木

面板 2*14cm，結構角材採用 6*3cm 不銹鋼方管; (案例 B)塑木材料使用於登山步

道，採用塑木面板 2.5*15cm，結構橫樑採用 5*10cm 鍍鋅方管，搭配立柱 10*10cm

鍍鋅方管。(案例 B)塑木規格尺寸及結構強度皆比(案例 A)為大，二案例為應用性

質不同，對結構應力需求也不同，故有配件、施工及管理上之差異。 

關鍵字：塑木複合材料，景觀平台，步道，回收再利用，綠建材。 

 

Discussion on the Use of Plastic-Wood Composite 

Building Material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Stage of Landscape Engineering 

Abstract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re being over-exploited and felled by humans, resulting in 

the gradual reduc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forest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reening policies of governments of various countries are affected. It is also a future 

trend to advocate a ban on logging, and it is bound to become more difficult to obtain 

natural wood. Wood-Plastic Composites (WPC) has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to replace 

wood. Due to the wide range of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wood-plastic products, 

it will make a certain contribu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reduce the 

market’s dependence on natural woo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using plastic wood in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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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in domestic building materials for research purposes, and discusses the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in the install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plastic wood and project 

management. Therefore, take the "Taipei Warwick Bafang Community" and "New 

Taipei City Ziqiang Park Hiking Trail" as example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plastic 

wood material construction accessories,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two cases. The study found that (Case A) is used on the outdoor platform next to 

the landscape pool, using plastic wood panel 2*14cm, and the structural angle material 

is 6*3cm stainless steel square pipe; (Case B) Plastic wood material is used in 

mountaineering trails, using plastic wood panel 2.5* 15cm, the structural beam adopts 

5*10cm galvanized square tube, and the column is 10*10cm galvanized square tube. 

(Case B) Plastic-wood specifications, dimensions and structural strength are larger than 

(Case A). The two cases have different application properties and different structural 

stress requirements, so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accessories,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Keywords: Wood-Plastic Composites, landscape platform, footpath, recycling,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一、 緒論 

本節對國內業者生產之塑木複合材料，探討塑木複合材料從施工完成及後續

管理狀況探討，進而改善及減少施工過程錯誤發生，加上塑木可回收循環再利用，

不會造成環境污染，能有效降低對社會危害，減輕人類對天然資源的消耗(吳志鴻。

2009)，有關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流程介紹如后。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研究動機 

本研究擬探討塑木複合材料(WPC)，於各類設施安裝施工時之工法差異，

由於塑木施工方式與天然硬木類木材(如鐵木)相似，具有可鋸、可刨之特性，以

及鎖固時需先以機具引孔，再以自攻螺絲或螺栓鎖固，達到與木材相似使用質

感。另外，塑木複合材料為回收再利用之產品，成品不會受蟲蟻啃食，可利用

塑木取代天然原木製品，能大幅減輕未來更換及保養維修成本(黃依婷。2014)。 

2. 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研究國內業者生產的塑木複合材料，針對其物理

特性以及應用的實績案例，比較不同塑木複合材料，從規劃設計、加工，到安

裝施工完成，其目的說明如下： 

(1) 檢視國內塑木建材使用於景觀工程之現況。 

(2) 探討塑木產業，在永續環境的理念下持續應用及發展。 

(3) 比較不同塑木複合材料與其他塑木產品安裝上的差異。 

(二) 研究方法與流程 

1. 研究方法： 

首先以相關文獻分析及個案研究為基礎，接著再以材料功能分析、問卷調

查及訪談為方法，蒐集塑木生產業者及施工者的意見。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

採擬用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功能分析法進行研究。 

2.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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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流程係從塑木複合材料於安裝施工時依據其物理特性，經文獻回顧及

案例探討等層面評估，彙整成果分析與比較說明，研究作業流程(如圖 1 所示)。 

 

二、 文獻回顧 

經調查國內論文研究文獻，對於塑木類之研究較偏重於材料組成比例之化學

成分研究，對於塑木建材之安裝施工及管理上應注意事項尚無深入之探討(劉毅弘，

關家倫，陳明德，陳文卿，呂子鏄，陳彦竹。2006)。本節主要針對塑木安裝施工，

以及塑木工程管理，說明如下： 

(一) 塑木安裝施工 

1. 塑木基本工法： 

塑木複合材在現在的生活中越來越多的被用到，成為替代天然原木的最佳

材料，應用於景觀工程之格柵、平台、欄杆、棧道、花架、街道傢俱等，可長

期處於戶外各種惡劣環境，為目前普遍採用之情形之原因(吳上榜、陳春盛。

2004)。以下說明塑木複合材地板安裝注意事項： 

(1) 塑木複合材料本身的密度較大，在使用自攻螺釘的鎖固位置，均需用鑽頭

先行引孔，再進行自攻螺釘的鎖固。 

(2) 固定角材須要求安裝工作地坪平整無凹陷，角材間距建議在 30cm~35cm。 

(3) 對於大面積塑木地板的鋪裝，建議使用圖示安裝方式，每根塑木地板的長

度不超過 2m。 

(4) 對於設計弧形塑木地板的鋪裝，需根據弧度的長短及角度，針對每一塊塑

木地板的兩端進行量測切割後再鋪裝。 

(5) 有階梯的塑木地板鋪裝，對於階梯的陽角建議使用金屬壓條對塑木地板進

行保護以及封邊處理。 

2. 塑木組合構法 

塑木複合材的施工安裝過程使用的工具有電鑽，用來克服塑木地板的脆

性，使用電鑽預先引孔後，再用螺絲來固定，此時應注意不可用釘子直接釘

著固定，否則容易造成塑木地板龜裂損壞。 

塑木材料運用於不同的場域位置，其相關組成構件、鐵件及板材皆有所

不同，主要分為有地板、平台、格柵、欄杆、外牆板及雨淋板等，以下針對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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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木地板、平台及塑木欄杆工法說明如下(亞竹。2021)。 

 

(1) 塑木地板及平台(如圖 2 所示) 

A. 扣件地板固定方式:需用螺絲固定，不可使用釘槍或鐵釘固定，鋼構基

座用自攻螺絲、板材基座則用木螺絲;螺絲規格為 8＃(直徑 4.2mm)，螺

絲長度需比扣件長 2-3 cm。 

B. 基座角材:以 C 型鋼(100x50-23mm 厚)或方管(1 1/2-2mm 厚)最佳。 

C. 地板材 2.5 cm 以上:角材間距 40cm。 

D. 地板板材 2 cm:角材間距 30~35 cm。 

E. 扣件地板板材接處需用二塊扣件固定，夏天施工不留間隙，冬天施工預

留 2-3mm 間隙。 

(2) 塑木欄杆(如圖 3 所示) 

A. 格柵固定方式:使用自攻螺絲，固定前需先在橫料鋼構上用 5mm 鑽尾先

引孔，再使用 10＃(直徑約 4.8mm)螺絲固定，螺絲長度比方型鋼管長 2-

3 cm，不可以使用釘槍或鐵釘固定。 

B. 柱子:使用 100cmx100cm 方柱，每根支柱距約 1m~15m 使用專用腳座固

定，先用 M8x5 螺絲及螺帽固定方柱，再用膨脹螺絲固定在地面上。 

C. 欄杆:使用 100cmx40cm 板材，每支格栅間距約 15-20 cm。 

D. 欄杆橫梁:使用 100cmx4cm 板材來固定格栅，或用 10＃(直徑約 4.8mm)

螺絲固定格柵。 

 

 

 

 

 

 

 

 

 

   圖 2 塑木地板及平台施工大樣圖           圖 3 塑木欄杆施工大樣圖 

(二) 塑木工程管理 

施工過程中，現場管理人員關注的是人員問題，多數人並不重視材料的工程

管理。工程管理是指在施工過程中按照預定計劃供應、保管及正確使用各類工程

材料。塑木複合材應用於景觀工程之格柵、平台、欄杆、棧道、花架、街道傢俱

等，皆是目前普遍採用之情形。因為塑木多樣性的使用，從規劃設計、材料技術

應用、工廠加工製造到完善施工與檢驗，皆直接影響工程品質，所以，良好採購

管理、現場管理、成本管理，對於施工進度、保證工程品質、降低維修保固養護

之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加上塑木材料可以重覆回收再利用，對於綠色環保具有



 

5 

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 案例介紹 

本文研究以臺灣地區之工程案例 A「臺北市華威八方社區」及案例 B「新北

市自強公園登山步道」之景觀工程為範圍，針對施工及管理階段之探討如下。 

      

圖 4 臺北市華威八方社區現況圖     圖 5 新北市自強公園登山步道現況圖 

(一) 案例A：臺北市華威八方社區 

基地位於臺北市華威八方社區，「華威八方」基地位於臺北市中山區，為地上

20 層樓、地下 5 層樓摩天安全宅，分別面臨八德路與建國南路一段，近建國高架

道路與新生高架道路等要道，交通動線非常便利。華威社區面建國啤酒廠，鄰近

華山藝文特區、三創數位生活園區、光華商場、北科大校園，為國家文創中心點。 

1. 設計圖說(如圖6所示): 

(1) 本案地板採用 14*2cm 實心木紋塑木面板，接合處間隙約 0.5cm。 

(2) 地板下方採用 6*3cm 不銹鋼方管為骨架，單向間距每 30cm 一支。 

(3) 塑木地板收邊採用 1cm 導角處理，減少銳角情形。 

(4) 水池旁大面積使用塑木地板，避免水氣造成局部損壞，影響整體美觀。 

2. 施工過程及完工照片(如圖7、圖8所示): 

(1) 木地板面板留縫間距在 5~8mm 為宜，角材布置間距與塑木地板的厚度及

角材自身尺寸有關，一般不大於 8cm。 

(2) 鋪裝面層釘眼或接縫排列規整，弧線順暢，螺釘及螺栓頂部安裝後不得

高出鋪裝面層表面。 

(3) 塑木板面上須先鑽半孔深，後鎖入螺釘與板面齊平，嚴禁用無螺紋釘直

接釘入塑木地板。 

(4) 所有五金件使用不鏽鋼、熱浸鍍鋅處理，主要避免日後生鏽腐蝕並影響

連接牢度，連接安裝時應預先鑽孔，以避免塑木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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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例B：新北市自強公園登山步道 

本案基地位於新北市自強公園登山步道，自強公園位於自強隧道往大直、內

湖出口旁邊，與雞南山生態園區相接，是台灣新北市中和區西側與板橋區交界處

的一個小山丘，有步道可以通往實踐大學，想要親山健行，也可沿步道經圓形廣

場、潛壩上行至順安宮之後接傳統山徑，可通往文尖山以及劍潭山。 

1. 設計圖說(如圖9所示): 

(1) 本案步道地板及階梯面板，採用 15*2.5cm 實心木紋塑木。 

(2) 步道地板下方採用 5*10cm 鍍鋅方管為骨架，階梯部分採用 5*5cm 鍍鋅

方管為骨架安裝施工。 

(3) 欄杆立柱採用 12*12*120cm 塑木，內襯鐵管加勁，上方設有 PC 帽蓋。 

(4) 欄杆及步道地板以 10*10cm 鍍鋅方管架高，下方設有混凝土基座。 

圖 6 塑木平台施工示意圖 

圖 7 塑木平台施工照片 

圖 8 塑木平台完工照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2%8C%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F%E6%A9%8B%E5%8D%80_(%E6%96%B0%E5%8C%97%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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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欄杆步道架高設計，避免山區下雨造成構件損壞，影響行走安全。 

2. 施工過程及完工照片(如圖10、圖11所示): 

(1) 使用自攻螺絲固定前需先在橫料鋼構上用 5mm 鑽尾先引孔，再使用 10

＃(直徑約 4.8mm)螺絲固定，不可以使用釘槍或鐵釘固定。 

(2) 每根支柱距約 1m~1.2m 使用專用腳座固定，先用 M8x5 螺絲及螺帽固定

方柱，再用膨脹螺絲固定在鍍鋅方管上。 

(3) 所有五金件使用不鏽鋼、熱浸鍍鋅處理，主要避免日後生鏽腐蝕並影響

連接牢度，連接安裝時應預先鑽孔，以避免塑木開裂。 

 

 

 

圖 9 塑木欄杆、步道施工示意圖 

圖 10 塑木欄杆步道施工照片 

圖 11 塑木欄杆步道完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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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果分析與比較 

天然木材施作上都是以螺絲直接從板正面固定，而塑木安裝皆採用固定卡扣

或是螺栓鎖固系統安裝相關產品，才能夠將對塑木板材的損壞降至最低。使用塑

木板和塑木板之間的固定扣件將塑木板固定到骨架上。塑木與天然木的特性截然

不同，對於環境溫度及濕度變化有不同的表現，因此，必須有配套的工法施作。

塑木複合材料的品質已經得到技術改善(黃依婷。2014)，以下針對塑木產品之塑木

材質、型式、配件、管理之成果說明，以及研究案例之施工方式分析說明(如表 1

所示)。 

 

(1) 材質:添加木粉、長纖植物及玻纖材料，將影響塑木複合材料之物理機械

性能(楊子賢。2012)。 

(2) 型式:塑木複合材料中空圓孔設計，是在以不影響結構強度的原則下，中

空部能夠節省材料，降低成本。採用方孔或圓孔的設計在力學的傳遞上較

好，方孔類似梁柱結構，而圓孔有拱形承重的力學型態。 

(3) 配件:塑木所使用五金配件，包括底座、螺絲、螺栓、L 型角鐵、固定卡扣、

收邊條、封邊條等，其材質分別有鋁合金、鍍鋅、不銹鋼、塑鋼等。 

(4) 管理:須具備完善的物料管理措施、儲存場的防水與排水設施、制定材料

品質試驗之權責及相關事宜，以確保工程使用之各項塑木材料及組件，均

能達到規定品質要求。 

(5) 塑木為現代化工廠加工生產，可透過各型式模具成型，加上可使用超過 10

年以上之優點，故可以用來製作各種建築景觀設施，國內廠商應可將各種

產品用途之結構，搭配施工工法設計，增加產品的施工便利性。 

 

表 1 研究案例塑木施工方式比較表 

性能特點 案例 A-塑木平台 案例 B-塑木欄杆 

(1)塑木型式/規格 面板 2*14cm 
立柱 120*12*12cm 

面板 2.5*15cm 

(2)安裝配件 塑膠卡扣/螺絲 鍍鋅角鐵/螺絲/螺栓 

(3)結構角材 
角材-6*3cm不銹鋼 

方管 

橫樑-5*10cm鍍鋅方管 

支柱-10*10cm鍍鋅方管 

(4)施工方式 
先行引孔再以螺絲 

鎖固 
先行引孔再以鐵件及螺栓鎖固 

(5)施工差異 不破壞原地面/工資較

低 

需做 RC基礎/工資較高 

(6)施工優點 施工快速 

24.2 

施工程序較複雜 

42 

(7)管理差異 
地板水平精準度、損

料計算控制 

步道高程測量、物料堆置及搬

運計畫、施工後垃圾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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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與建議 

塑木複合材料以木材廢料、竹材廢料、農業植物纖維與回收塑膠製成，除能

夠降低木材的使用量，亦能減少天然資源的消耗，以及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符合世界各國積極提倡地球永續經營、天然資源回收再利用的趨勢。塑木複合材

料透過回收再生，改變人們對木製產品的使用觀念，是將來在臺灣及全世界可以

持續開發的環保產品，放眼其市場仍是潛力無窮(徐啟賢、郭文華。2009)。本節針

對臺灣中部地區已施作完成之景觀工程為實際探討案例，進行緒論、文獻回顧、

案例介紹、成果分析與比較等內容。以下針對二案件之塑木主要特性上的差異及

結論說明如下： 

(一) 結論： 

塑木複合材料因有塑料、木粉、植物纖維等各種組合成分，其特性會因氣

候及環境產生熱漲冷縮、翹曲及變形，因此在規劃設計初期須依照各塑木之物

理性質，因應環境而使用不同規格之塑木。如(案例 A)使用於一般大樓戶外平

台，採用塑木面板 2*14cm，平台旁邊因有景觀水池，故結構角材採用 6*3cm

不銹鋼方管; (案例 B)塑木材料使用於登山步道，採用塑木面板 2.5*15cm，因

位於山區步道，故結構橫樑採用 5*10cm 鍍鋅方管，以及搭配立柱 10*10cm 鍍

鋅方管，所以，(案例 B)塑木規格尺寸及結構強度皆比(案例 A)為大。 

有關塑木複合材料使用於景觀工程實際情況為本文研究目的，對於塑木

安裝施工及工程管理應注意事項，結論如下說明: 

(1) 二案塑木建材使用於景觀工程之現況差異 

(案例 A):平台長約 10m，寬約 4m，採用平鋪型式施工，塑木面板採用

2*14cm 單元構件。 

(案例 B):欄杆支柱內含鍍鋅鋼管塑木，階梯及步道塑木面板採用 2.5*15cm

單元構件。 

(2) 探討二案例在永續環境的理念下之應用發展 

(案例 A、B)，皆是將塑木複合材料應用於戶外平台、步道及階梯，除配

合現場施工外，另可考量預鑄單元現場接合模矩化，增加施工便利性。 

(3) 比較二案例之塑木材料與其他塑木安裝上之差異 

(案例 A):平台使用塑膠卡扣、螺絲安裝施工，施工地面應要求平整無影響

不銹鋼骨架鋪設，施工時每個塑膠卡扣及螺絲鎖固皆要確實，避免長時間

使用造成塑木板材脫落損壞。 

(案例 B):使用鍍鋅角鐵、螺絲及螺栓安裝施工，安裝上為應用性質不同，

對結構應力之需求也不同，故有安裝配件之差異。 

(二) 建議： 

塑木複合材應用於景觀工程之格柵、平台、欄杆、棧道、花架、街道傢俱等，

皆是目前普遍採用之情形。塑木應用在不同場域及功能時，除了單元構件不同外，

在安裝上的差異如施工程序及安裝配件亦有不同，故於規劃設計初期應對塑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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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場域及功能，搭配其適合支單元構件，除可增加結構安全，亦可增加使用年限。 

正確的施工及管理可以避免塑木損害情形發生，降低維修保固養護之成本，

並延長使用年限。其中應一併考量材料儲存場的進出路線順暢，避免碰撞損傷，

加上完善的管理措施、儲存場的防水與排水設施、制定材料品質試驗之權責及相

關事宜，以確保工程使用之各項塑木材料及組件，均能達到規定品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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